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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

我和教数学的汪老

师 又 一 次 来 到 张 朋

家，进行跟踪家访。

偌大的村庄就像正月的天气，冷

冷清清。一只脏兮兮的哈巴狗卧在

村口的干草堆里晒太阳，见有陌生人

来了，抬起脑袋，懒洋洋地瞥了我们

一眼，叫都懒得叫一声，只支棱了几

下耳朵。看样子，村里的年轻人又都

出去打工了，只有满地鞭炮的碎屑仿

佛在提醒我们，这里刚刚才过了一个

热热闹闹的春节。

我们轻车熟路来到张朋家。因

为事先联系过，张爸爸没出去做事，

在家等着我们。张朋穿着崭新的羽

绒服站在他爸爸身边，两只手插在口

袋里，低着头，羞涩地微笑着。张爸

爸给我们让了座，泡了茶，还客气地

端来了花生、瓜子和糖果招待我们。

我和汪老师交换了一下眼神：这

次咱们享受的待遇和以前大不一样

了。我们仔细询问了张朋寒假里的

表现，张爸爸言语有些絮叨，显然不

习惯表扬孩子，但是我们还是听明白

了：孩子假期表现不错，会帮奶奶洗

菜做饭，串门走亲戚时也愿意喊人

了，各科作业也都完成得差不多。更

让我们高兴的是，张爸爸说他自己正

在戒烟，酒也喝得少了，他要给儿子

做个好榜样。我和汪老师连连点头，

这是我们最希望听到的消息。

我们检查了一下张朋的假期作

业，又随便聊了一会儿，就准备返程

了。临走前，我们给了张爸爸一个建

议，让他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与孩子

远在贵州的妈妈取得联系，即使她不

能再回到这个家，也要尽可能地参与

到孩子的成长中。最起码，要不时给

张朋打个电话，让孩子感受到一些母

爱。毕竟，她是孩子的妈妈。

离开村庄的时候，他们父子俩坚

持把我们送到村口。看着父子俩不

停挥手和我们说再见，我不禁回忆起

与张朋初次见面的情景。

前年秋季学期刚接手这个班级

的第一节课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坐

在角落里的张朋。他与班上其他孩

子是那么不同：头发长，乱蓬蓬的；衣

服旧小，不合身，且脏兮兮的；老是低

着头，偶尔偷偷瞄一眼老师，脸上也

是一副复杂的表情——既抗拒，又紧

张，还有点满不在乎。这是一个怎样

的孩子？他的身上又有怎样的故

事？我很想尽快弄清楚，可是他就像

一只包裹严密的粽子，用沉默做粽

叶，拒绝我进一步了解他。

那节课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学业

小测试。张朋的基础很差，字写得比

天书还难猜。数学老师告诉我，一年

级时张朋的成绩在班上是前三名，但

是现在落到了后三名，他们也不清楚

具体的原因。

但我知道，事出肯定有因。下午

放学时，我刚要走出校门，一个头发花

白的大娘扯住了我的胳膊，急切地说：

“王老师，王老师！我是张朋奶奶，我

要跟你说个事，我孙子他妈妈是贵州

的，前年丢下他跑掉了，他爸爸只知道

抽烟喝酒也不管他。老师我求求你对

他严点，多管管他，他可怜啊！”

张朋奶奶的话，让我有点不知所

措。她用无比热切的眼神盯着我，仿

佛我若是不答应，她就拽着我的胳膊

不撒手似的。我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了，只有努力地点着头。

既然知道了这个孩子的情况，我

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

每天一进校园，我就尽量关注这

个孩子。张朋上课不爱抬头，我就多

叫他读课文，即使读得不好，也努力

找个优点表扬一下；我把班上字写得

最好看的学生调去跟他做同桌，不时

提醒张朋注意写字姿势和写字质量；

我还把擦黑板的任务郑重其事地交

给了他。每天中午，我让他和几个字

写得潦草的学生到办公室写作业，写

完当面批改，一遍过不了就重写，直

到合格。

一个月后，这孩子有了实实在在

的转变：与同学说话了，下课也不总

是闷在教室，去外面和同学玩了；作

业的工整程度有所提高，但只限于在

校，家庭作业还是很差。我觉得，有

必要去和他父亲沟通一下。

打听到张朋家的具体位置，下午

放学后，我跟数学老师一起骑车来到

村庄，张朋已经在村口等我们了。我

们一起来到村东头，看见一栋独立的

二层小楼，但没有粉刷装修，一块块

红砖裸露着，似乎暗示这个家庭的经

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个40岁左

右的男人迎了出来：乱糟糟的头发，

黑黄的脸色，还有一身的烟酒味儿。

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个父亲显然

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

我们自己找了凳子坐下来后，给

张爸爸介绍了一下孩子在校的情况，

希望他能配合学校和老师共同教育

孩子。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不停地

吐苦水：“我每天在工地上累死累活，

一个人养活孩子和老娘多么不容易；

家里家外没有女人打理，不像个样

子；孩子特别想他妈妈，学习退步，不

听话，我也想管，可是力不从心……”

我和汪老师面面相觑，不知道这

家访该怎么进行下去。我站起身，打

断了他的喋喋不休，给他提了几点要

求：带孩子去理发，给孩子买几件合

身的衣服；每天晚上抽空给孩子检查

一下作业，要求他把字写工整，并签

上字；多与孩子交流、谈心，知道孩子

在想什么；尽量少喝酒抽烟，给孩子

做好榜样。在这个父亲的嘀咕声中，

这次家访匆匆结束了。

从张朋家回来后，我对这个男孩

更加关注了。我知道，孩子没错，学习

退步、性格内向等主要是大人造成的，

要想孩子改变，大人首先要做好榜样。

我没有停止与张爸爸的交流，发

现他也在努力改变，这从孩子身上可

以看出来：家庭作业质量提高了不

少，头发剪短了，变得爱干净了，穿上

了新衣服，各科成绩也有所提高……

家长和孩子点点滴滴的改变，让我欣

慰，也让我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后来，市教育部门组织书信征文

大赛，主题是“爱与家庭”。利用这个

机会，我指导张朋给离家出走的妈妈

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深情回忆起

和妈妈在一起时的一点一滴，呼唤妈

妈能早点回家，让他重新回到妈妈的

怀抱，重新再喊上一声“妈妈”。这篇

情真意切的文章获得了市三等奖。

……

我一边走一边和汪老师交换着

家访心得。当我再次回过头时，张朋

还站在他家那栋二层小楼前的空地

上，朝我们挥着小手。冬天的暖阳洒

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上，他的全身似

乎也变成金色的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张朋，谢谢

你的改变！是你的不断进步、不断成

长，让你的父亲获得了新生；也让我，

一个从教 20 多年的老班主任获得了

职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张朋，谢谢你！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桐城市龙眠

街道灵山小学）

特色的班级文化是一种无形的

教育资源，能起到“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的隐性教育效果。走进我们班的

教室，你一定会被积极向上的班级文

化所吸引。

教室虽小，可它处处有料。为了

增强学生的凝聚力，促进学生各方面

的发展，我们班建立了以“花儿就是

这样红”为主题的班级系列文化。为

了让每个学生都能“自信、快乐、团

结、阳光、进取”地对待每一天，班级

取名“葵花班”。我们班的班级显性

文化主要分为班级外墙、班级侧墙和

班级后墙三大块。

班级外墙分为“语文之乐、数学

之趣、艺术之美”三个板块，主要针对

语文、数学、美术三个学科的内容进

行展示，不定期将三门学科的优秀学

生作品张贴在墙上进行展示。

班级各种丰富多彩的比赛、展示

活动中，活动的优胜者不仅有奖品，

而且作品会张贴于班级的外墙宣传

栏，让学生能欣赏到好作品，同时带

动更多学生参与其中，让每个学生都

能尝到成功的快乐。

班级侧墙文化的主题是“今天你

有收获吗”，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的书写棒！我们班

学生在握笔姿势、书写姿势及书写质

量上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教室

的侧墙上开辟了一片文化墙，如果每

天的作业写得正确，就画一个记号；

作业写得又快又正确，画两个记号；

作业又对又快又美观，画三个记号，

达到几项就画几个记号。谁先集满

十个记号，就能换一张小贴画，一个

月下来，贴画达到相应的数量，就会

获得一份奖品。我们还会不定期将

好的学生作品张贴在班级文化外墙

上展示。

第二部分：每周之星。为了让学

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每周的少先队

活动课上，我们会在全班评选出“明

星”，主要评比纪律星、卫生星、谦让

星、发言星、文明星、勤劳星、节约星、

智慧星等。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经过

民主投票评选出班级的每周之星，这

些学生的照片会在墙壁的“降落伞”

上悬挂一星期。被评上的学生无比

兴奋，这也激励更多学生在行为习惯

方面主动改进。

通过以上评比，学生的书写能力

大大提高，书写越来越美观；行为越

来越规范，习惯也越来越好，因此我

们班每个星期都被评为学校的“星级

文明班”。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必不

可少，因此我们在班级后墙上以“火

车加油站”为主题进行小组竞赛活

动。这项活动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首先在强化书写习惯“我的书写

棒”的基础上，激发小组所有成员参

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一人集满 10 张

贴画,除了能得到一份小奖品，还能

在“火车加油站”对应的小组里贴一

面红旗。

然后，小组长会统计老师一个星

期口头表扬的次数，表扬次数获得前

三名的小组也在相应的小组火车上

贴一面红旗，一个月下来，贴红旗最

多的那个小组所有成员都享有自选

奖励的权利，奖励包括“免做一次作

业”“选择和自己喜欢的同学做一天

同桌”等，通过这些激励措施促进了

小组的团结向上，学生的能力也得到

了发展。

这就是我们班“花儿就是这样

红”的班级文化。

（作者单位系湖北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洪山小学）

让偶然成为学生

幸福的基石
□苏媛媛

周四下午最后一节是书法课，

因忙于班级事务，我没有和学生一

起上课学习，快放学时才到书法教

室接他们。推门而入后，徐老师正

在指导学生写字，我径直走到最里

面一排，顺手拿起一支毛笔，对身边

的学生悄悄说：“来，我教你写！”

其实，我的毛笔字不算好，但在

学生面前还是能拿得出手的。这学

期的书法课，只要我有时间总会和

学生一起上课，徐老师还当着全班

学生的面说：“苏老师的字在非专业

老师里算是最好的了。”所以，学生

都希望我给他们写字，可能是有点

“名人效应”吧，也可能是因为我是

他们的班主任。

就在我帮学生写字时，身后传

来一个轻轻的声音：“我也想让苏老

师给我写字，可是我今天表现不好，

不知道她给我写不写……”说话的

是小和，从他的语气中我听出了这

个孩子的担心——

元旦三天假期，他的语文作业

只写了一半，周三放学时还一再强

调要好好补完，可是周四早上一看

还是挑了简单的补写。回想他这学

期的作业，每次都是能少写就少写，

尤其是阅读短文题型，都是用简单

的“是”“不是”作答，该讲的道理都

讲过了，可是没用……当时，我毫不

犹豫地拨通了他妈妈的电话，告知

家长——接回家写作业吧！

对于我的这种做法，小和可能

想都没有想到。不一会儿，他妈妈

来了，啥都没说就把孩子接走了，我

看得出，小和很不高兴，从知道妈妈

要来接他回家写作业时就一句话都

没说。

午休过后，来到班里，我发现小

和已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我看

看他，仍然有些生气地说：“作业补

完了？”他点点头，马上把作业交给

我，我翻看着作业，心想：回家还是

管点用的。我对小和说：“看这字体

多认真，我都差点认不出是你写的，

如果你每天都这样要求自己，我相

信你的学习就能跟其他方面一样优

秀，能让老师放心吗？”他只是点头，

没有说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没想到，过了两节课时间，这个

看似大大咧咧的男孩还在担心我生

气呢。我一直以为这孩子是因为不

能接受我让他回家写作业而耿耿于

怀，原来他是在担心我生气。

帮几个孩子写过字后，我来到

小和身边，问道：“你也需要老师帮

忙吗？”他忽闪着双眼，不住地点

头，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个

“内”字，边写边告诉他如何执笔，

如何运笔……当我写完时，他两眼

放光，对着旁边的同学说：“看，这

是苏老师给我写的，好看吧！回家

我要放起来。”放学时操场排队，我

看见小和手里拿着那张书法纸，在

操场上转着圈边跑边喊：“我有苏

老师写的字了……”

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却已飞

过。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于我来

说，类似的小事仿佛鸟儿飞过天空，

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但对每一个

孩子来说，我说的每一句话，工作中

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会留在他生

命的天空。有时，甚至停留很久

很久。

有人说，教师是什么人？是一

群又可爱又可恨的人，他们偶然间

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评价，

往往就可以让一个孩子走向“死亡”

或重获“新生”。

教师的每一个偶然，可能是每

个孩子的必然。偶然间的勃然大

怒，偶然间的强词夺理，偶然间的刚

愎自用，偶然间的主观臆断，偶然间

的表扬称赞……究竟会带给孩子们

什么影响？

但我希望，我能时时给他们偶

然间的一点“小幸福”。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中

方园双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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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第一就是全员参与，班级活动不仅仅是全班学

生参与，全班家长也会参与。第二就是我们班的中医

药文化特色——百草堂，我会和学生一起了解传统的

中医药文化，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参观中医药博物馆、

老字号药店等，学生可以亲自种植中药并写下观察日

记。我们利用各种平台让不同孩子的生命都能得到

尽情绽放。

2.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我的带班理念与班级特色密切相关，就是利

用班级特色活动开发孩子的多元智能。

3.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妙招？

班级里，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但

我觉得“勤沟通”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许

多的怀疑来源于未知，家校之间、学生之间的一些问

题其实就是大家沟通得太少。我会每天写班级日志

发到班级群，写一些文章发到公众号，让家长知道老

师和学生每天在这个班级做了哪些事情，从而让家

长打消顾虑，增加安全感。我们班级每周都有活动，

学生之间甚至家长之间形成互动，成为朋友，成为

Team（团队），他们之间就会很包容，许多问题也能

迎刃而解。

4.在阅读方面，你对班主任有哪些建议？

我认为，没有一本书能“包治百病”，所以我觉

得班主任应该博览群书。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

代，孩子天天在进行阅读，班主任自然要更加努力

去做。多年来，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阅读一个小

时，方方面面的书都读，其中包括漫画，因为我要

了解学生都在关注什么。除了书，我还喜欢电影，

我觉得电影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

5.如果赋予你足够的时间和权利，你会将自

己的班级变成什么样？

我们班追求“自治”，孩子们都非常爱这个集

体，都非常爱这个家。而我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在

班级就像在家一样。

6.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你心灵触动？

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在我看来是很“冰

冷”的人，很难看到他和任何同学说一句话。我

尝试着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他。毕业时，按往届

惯例，我会让所有学生与自己的桌椅告别，那个

孩子径直走到门口，我原本以为他会直接离开

教室，因为那样的举动我也不会太意外，但他转

过头来朝自己的桌椅说：“我其实挺烦你的，每

天都要折腾你，但真正要离开了怎么还会有点

不舍呢？”说完，他红着眼圈转身走出了教室。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的好多工作都值了。

7.你最希望学生拥有什么品质？

真诚、善良、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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